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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主题: “为我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2013 亲爱的读者，

1.上主日夕阳崇拜的讲员约翰 哈特尼特教授（Prof John
Hartnett）
在上主日（1.12.13）的夕阳崇拜，我们的讲员是来自阿德雷德大学杰
出的宇宙论教授。他的讲题是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诗篇
19:1)。他信息中呈献的天体 － 神极其美妙的创造并述说神的荣耀
－ 的幻灯片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但是，真正吸引我并即时让我留下深刻难忘印象的是哈特尼特教授对
灵魂的爱心！当我知道他在百忙中抽空向华族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
传讲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时也花时间与他们分享神的话语时，深
受感动。
哈特尼特教授的基督教信念在多方面与我们相同：“属基要派，是笃
信圣经的教徒，加尔文主义者并且只采用钦定本 KJV 。” 这就是说

他确信神所默示的话语是绝对真实，毫无改变和永无改变的（和威兰
博士的大致上相同）。
他是国际创造事工（CMI）的成员。他们一行四人于 11 月 30 日星期六
在直落阿逸卫理公会主持一日讲座。
请为 CMI “为真道竭力地争辩”以及带领人们归向主耶稣基督的真理
和信心的国际性事工祷告。
2.哈特尼特博士的 “幻灯片”深深吸引了我
哈特尼特教授长达 45 分钟，神之创造“幻灯片”的陈述介绍深深地吸
引了会众。从太阳系开始，逐渐达到远至许多 “光年”之遥的众星
座。当这些距离延至无数“光年”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与理解，远
远超过人类的想象。我们只能惊叹。（就如瑞典基督徒卡尔 博贝格
所写的诗歌）
祢真伟大
主阿！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
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
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
副歌：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祢真伟大！何等伟大！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祢真伟大！何等伟大！
或者回想约伯所说的话（论到神的大工）：
“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昴星，并南
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约伯记
9:8-10）
3.你是否知道主的 “大使命”你我有责（不只是针对哈特尼特博士
而言）！
我们的主受父神的差遣，完成了在世的事工之后，就是祂回归天家的
时候。在那时刻，祂与十一个门徒在加利利的不知名山上相见。就在

那里，祂献给门徒 “大使命”这个离别嘱咐：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
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
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马太福音 28:18-20）
这个最后的离别场面记载在使徒行传 1:9：“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
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十一个门徒就照着主的诫命，都 “„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使徒行
传 1:14）了十天，直到五旬节„“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使徒行传
2:1）。
4.我们的造物主 “不可测度”？
从哈特尼特博士主讲神奇万物的总结中我们可以作出如此的结论：我
们的神所行之事何等神奇惊人，超乎我们渺小有限的理解力，它们实
在是 “不可测度”。
我们人类的理解力是有限的，只能应用在这世上。尽管如此，我们的
脑与智力已经是非凡无比，不是人类所能完全理解的。我们要向造物
主学习的还多着呢！
结论：我们这些 “世上的凡人”回到天家之后要向我们的造物主多多
学习！

主内资深牧师杜祥和牧师

属灵操练（12 月份）
灵命激励
教会的肢体一起阅读同一圣经书卷，
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读经交流与分享。

金句背诵
（以赛亚 55:8）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以赛亚书 55:9）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读经运动
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 13 章到第 17 章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启发课程”( Alpha Course ) 合乎神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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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甘力克也没有提到地狱是那些不在基督里并死在罪中
的最终去处。在传讲福音时提到地狱是有多重要呢？耶稣在马可
福音 9：43 – 48 中说， “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
来； 44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
灭的火里去。 45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 46
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 47 倘若你一只

眼叫你跌倒，就去掉他；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
眼被丢在地狱里。 48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只
有在罪与死与地狱被解释清楚之后人才会变得虚心，而真正的救
恩始于虚心。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花了 3 章长的篇幅 (罗马书
1 – 3)有力地证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甘力克这冗
长的单张从一开始就忽略了这一点。
甘力克对基督的描述也不完整。也没有阐释基督是童女所生以及
基督是完全的神与人。他也没有引用经文加以证实基督的神性与
复活，反而引用人的言论，如 C ·S ·路易斯 (C S Lewis)、英国首
席大法令勋爵 (Lord Darling) 所说的话。无论是多伟大的人，他
们所说的话绝对不能替代神的完美话语。若不解释基督是完全的
人，甘力克又如何解释耶稣是最配得为任何人死？甘力克所讲的
基督救恩信息迏不到圣经的标准。此外，他也没有强调唯有信靠
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却在这个事实加上行善或以人的传统与教会
传统，这些完全是错的。

甘力克解释相信基督之后能获得 “自由”。自由包括摆脱罪疚、
摆脱犯罪的习惯和摆脱恐惧。可是他漏掉信徒得到的最重要
“自由”就是摆脱了罪的束缚、死亡和地狱。罗马书 6：23 说，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里，乃是永生。”
根据甘力克，得到 “救恩” 之后， “信徒”可以自由地认识神、爱
人并且洗心革面。甘力克针对认识神的自由的解释与圣经相差
不远，因为他说 “我们犯的错成为神和我们之间的障碍。以赛
亚书 59：2 说： „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藉着耶稣在十
字架上的死，拆除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阻隔，使我们得以与创造
主建立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圣灵会在我们心中确认这种关
系，并帮助我们亲近神，认识神。圣灵又会帮助我们祷告，让
我们明白神的话语 (圣经)。”甘力克所说的看起来似乎是正确。
但是，最该谈的 “罪”以及信徒已经与基督同死所以圣洁对在基
督里的信徒而言是最重要的而基督就是改造基督徒的却完全没
有提到。类似这样在一些分量的真理中混入遗漏差错的微妙错
误使得甘力克的福音吸引了灵恩派、新福音派以及罗马天主
教。人知道他与神建立了关系，这是按他自己的心意，他的旧
人仍然存在，外在的改变只不过是一些自我积极想法的心理幻
觉毫无永恒价值。
（待续 28/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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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有教会会籍 -- 一些实际的原因(I)

为什么要有教会会籍 -- 一些实际的原因(I)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 接续（第4页 )

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

然而，倘若在资源与人力方面有限，领导者只能关注某一部分的
人，当然就是那些已经正式入籍教会的会友。就是将来要为他们
而交账的。因此，若要在神所设立的眷顾下获益，我们一定要成
为教会的会友，并且要顺服于虔诚的领袖。

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希伯来书 13：17)
我们已经谈过教会会籍是合乎圣经的，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为什
么我们都必须加入会籍的一些实际原因。
对属神领袖的顺服
设立教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要确保信徒能聚集在一起并在主里
有所成长。因此，教会指定领袖照顾会友的属灵状况。就如保
罗所解释：之所以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与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以弗所书
4：12)。他们就是希伯来书所提到的 ‘那些引导你们的’，
他们不是有如独裁主义者霸道式的统治，那只会给会众带来忧
愁，也就是所谓的‘无益’。相反的，他们要细心眷顾那些归
他们牧养的，以便将来有一天要在主的面前交账。他们的职责
包括激发他们、给于勉励的话语、训导、必要时加以斥责与规
劝。
事实上，对领导者而言，要关注到每个进入教会的人似乎是不
大可能。他们如何知道谁是有意畄下来固定出席、或是正在
‘寻览教会’，从一间教会转到另一间教会？对教会而言，我
们当然欢迎任何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并且尽可能在主里鼓勉他
们留下来。
…待续（第 9 页）

立下承诺要爱与扶持其他信徒
一旦加入一个地方教会，我们也就属于当地信徒的一分子，而我
们也同意与他们和睦一致。我们开始一起敬拜神、一起事奉、彼
此勉励扶持，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
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 4：2
– 3)。一个教会不应该是由一些只在主日出席两个小时、唱唱
歌、听听道的隐名人士所组成。没有人是孤立的，若要在属灵上
刚强，我们需要一群在属灵上彼此同心的弟兄姐妹不断地互相勉
励。因此，一个健康的教会包含了彼此相爱、代祷、勉励与扶
持。这是一亇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罗马
书 12：15)的地方。在这里基督徒喜乐地奉献他们的恩赐，正如
一个身子，各人有不同的恩赐，在不同的事工服事，但是向着荣
耀主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我们的教会也能如此！只要我们各尽本分，献上神所给于各人的
恩赐、时间与精力来服事，并造就其他信徒。

主内许凌康传道

